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液化石油气年报：空好交织，谨慎前行 

 

2022 年液化气价格高企，全年价格维持高位运行，

呈现一个先扬后抑的走势，上半年振幅明显，下半年

波动相对平稳，市场重心缓慢下移。成本端原油对液

化气走势影响明显，一季度俄乌军事战争，金融市场

避险导致原油价格和黄金价格不断攀升，布伦特原油

期货合约最高达到 139 美元/桶，为一年中的最高点。

沙特阿美公司 CP 价格经历了先涨后跌再涨的走势。4

月份丙烷和丁烷价格超过了 900 美元/吨，主要原因可

能来自于俄乌战争引起的油价的强势上涨，支撑 CP

价格上调，10 月份时 CP 价格全年最低。近一年液化

气市场可分为两个阶段：1 月至 3 月中旬上涨阶段，

LPG 价格迅速攀升至 7000 附近；第二阶段从 3 月之

后开始震荡回调，进入四季度，现货价格稳定在

5000-6000 元/吨。本年度，液化气供需均有增加，化

工需求占比变大，年末需求不急预期，传统旺季弱化，

供应放宽而需求有限，基本面偏弱可能是未来一段时

间液化气的基本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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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2022 年液化气市场行情回顾 

（一）国际原油市场走势回顾 

今年原油市场可谓波云诡谲，变幻莫测。一季度俄乌军事战争，金融市场避

险导致原油价格和黄金价格不断攀升，在 3 月 7 日时达到顶峰，布伦特原油期货

合约最高达到 139 美元/桶，3 月下旬市场情绪消化后又快速回落。进入二季度，

欧美实施对俄罗斯制裁，市场担忧供应减少，油价又再次从 100 美元/桶上涨至

120 美元/桶，地缘政治风险是油价持续推涨。三季度，地缘风险转弱，美联储加

息以及美国释放原油储备来应对高油价下的通货膨胀，加之疫情反复，全球经济

衰退预期愈演愈烈，原油需求低于预期，油价回落。进入四季度，欧佩克减产

200 万桶/日以应对需求走弱压力，并下调了明年一季度的需求预期。12 月 5 号

欧盟对俄罗斯制裁正式实施，对俄罗斯进口原油实施价格上限虽缓解了供应的担

忧，但俄罗斯本身产量偏紧。年末油价稳定在 90-100 美元/桶。 

2022 年原油市场多空交织，2023 年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。原油的利多点

主要来自于供应端，欧佩克产能释放缓慢并有进一步减产倾向、伊朗问题进度缓

慢，此外，欧美制裁俄罗斯，使得俄罗斯原油供应进一步缩紧，但数据显示俄罗

斯石油出口水平并没有下滑太多，因此欧美的制裁力度虽然低于预期，对俄原油

设定价格上限，但俄罗斯本身供应有减少预期。利空点主要是整体经济环境承压，

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以及对需求前景的担忧，但 OPEC 表示预计 2023 年全球

石油需求将出现强劲增长，中国经济增长将带来需求的上升。美联储加息以及释

放原油储备短期打压了油价，长期还需关注欧佩克产量政策和地缘政治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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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：WTI 和 Brent 原油期货价格（日） 

 

数据来源：wind 弘业金融研究院 

 

图 2：原油现货价格走势（日） 

 

数据来源：wind 弘业金融研究院 

 

（二）国际 C3、C4 现货市场走势 

沙特阿美公司CP价格今年经历了先涨后跌再涨的走势。从 1月份至 4月份，

CP 价格一路上涨，4 月份丙烷和丁烷价格超过了 900 美元/吨，主要原因可能来

自于俄乌战争引起的油价的强势上涨，支撑 CP 价格上调。同时，欧洲天然气高

企带动 CP 价格上调。5-10 月份，丙烷和丁烷的价格持续下调，10 月份时 CP 价

格全年最低，同时也是原油价格持续下跌的时候，丙烷 590 美元/吨，较上月跌

60 美元/吨；丁烷 560 美元/吨，较上月跌 70 美元/吨。折合人民币到岸成本：丙

烷 4971 元/吨左右，丁烷 4736 元/吨左右。主要原因分析受需求持续偏弱影响，

夏季高温，民用燃烧需求减弱，后期“金九银十”的到来，但需求的释放仍不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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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期。年末，CP 价格开始反弹，主要是因为进入冬季，气温骤降，燃烧需求显

著增加，市场情绪好转带动 CP 价格上涨。 

图 3：CP 丙烷价格走势 

 

数据来源：隆众资讯 弘业金融研究院 

 

图 4：CP 丁烷价格走势 

 

数据来源：隆众资讯 弘业金融研究院 

 

（三）国内液化气市场期现货走势 

2022 年液化气现货市场价格在第一季度快速攀升，全年价格维持高位运行，

呈现一个先扬后抑的走势，上半年振幅明显，下半年波动相对平稳，市场重心缓

慢下移。1 月至 3 月中旬，LPG 现货价格迅速攀升至 7000 附近，从 3 月之后开

始震荡回调，进入四季度，现货价格稳定在 5000-6000 元/吨。或由于前期成本

端因素使 LPG 价格推涨过快，在本该旺季的第四季度，表现却不明显。但从 11

月中旬开始由于原油走势偏弱加上外盘表现平平，期货盘面持续下跌，这时旺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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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现突显，现货价格坚挺，与盘面拉开价差。分析第一季度上涨的原因主要来自

于国际市场的利好，国际原油价格高企以及国际 LPG 现货市场提振，LPG 价格

迅速推涨，一度脱离供需变化。下半年随着国际市场影响减弱，液化气价格又恢

复自身变化规律，与原油相关性减弱。伴随着经济衰退预期，叠加下游需求疲软，

液化气价格从 3 月中旬开始持续走跌。11 月份中旬期现价差拉大主要是由于燃

烧需求的释放，使得现货价格小幅上涨，而盘面受原油利空压制，走势偏弱。 

图 5：LPG 近年现货价格走势 

 

数据来源：wind 弘业金融研究院 

 
图 6：LPG 期现货及基差走势图 

 

数据来源：文华财经 隆众资讯 弘业金融研究院 

 

LPG 主力期价和华南现货价格的相关性达到了 70%。今年在 3 月份之前以

及 11 月中旬之后，期货与现货价差较大，高达 1000 元/吨，其他时间现货与期

货价格关系较为紧密，波动频率基本一致，这一规律也出现在了 2021 年，分析

原因可能是由于 11 月、12 月、1 月以及 2 月是液化气传统旺季，此时液化气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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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是全年较高的时候，带动现货价格上浮。 

二、液化气供需情况 

（一）液化气产量分析 

2022 年全球 LPG 供应量还是在 3 亿吨左右，预计明年 LPG 的全球市场总量

将会超过 3.5 亿吨。从生产方式来看，目前全球 LPG 的供应主要来自于油田伴

生气，这类 LPG 供应来源主要以美国和中东国家为主，其中伴生气占比 62%，

还有一部分 LPG 来源于炼厂气，占比 38%左右，这类主要来源于亚洲国家，其

中中国的产量暂居首位。 

图 7：全球 LPG 供应情况 

 

数据来源：弘业金融研究院 

从全球 LPG 供应的结构来看，目前北美、中东是 LPG 产量最多的地区，其

次就是亚太地区。由于美国页岩油的发展，新增产能主要来自于美国，美国产量

占全球总产量的 27%，其次为中东地区，供应量占全球比重近 22%，主要依赖

沙特、卡塔尔、阿联酋及伊朗等产油国，其中沙特为中东地区主要生产国，亚洲

地区产量占全球产量近 24%，中国贡献了亚洲近一半的产量。 

图 8：全球各地区 LPG 产量情况 

 

数据来源：Argu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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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几年我国 LPG 产量呈现出攀升趋势，2017 年至 2021 年中国液化气产量

从 3677.3 万吨增长至 4757 万吨，综合增长率在 6.7%左右，2022 年 1-10 月份产

量在 4107.1 万吨，如果维持去年的增速，产量将达到 5000 万吨。 

图 9：2019-2022 年液化气月度产量走势 

 

数据来源：wind 弘业金融研究院 

 

图 10：2017-2022 年液化气年度产量走势 

 

数据来源：wind 弘业金融研究院 

 

表 1：液化气生产装置检修表 

 
数据来源：隆众资讯 

 

炼厂名称 所在地 检修装置 正常产量 损失量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

东方华龙 山东 催化 300 300 2021/11/5 恢复时间待定

胜星石化 山东 全厂 380 380 2022/11/16 2022/12/9

安庆石化 华中 全厂 1600 600 2022/10/10 2022年12月底

巴陵石化 华中 全厂 400 400 2022/9/5 2022/12/20

荆门石化 华中 全厂 500 300 2022/10/26 2022年12月中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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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进出口情况 

由于国内油气田资源相对缺乏，我国 LPG 自产主要来源于炼厂气，供应缺

口依靠进口气来填补。我国液化石油气内需较高，出口数量较少；其中 2021 年

1-10 月液化气进口数量为 2205.35 万吨，其中进口丙烷 1693.62 万吨，进口丁烷

489.89 万吨；液化气出口数量为 70.61 万吨，出口丙烷为 27.66 万吨，出口丁烷

为 42.87 万吨。我国液化气进口依存度较高，从 2019-2022 年液化气的进口依存

度的图中可以看出液化气进口依存度较为稳定，在 30%-35%左右。我国进口 LPG

主要来自于美国、中东地区国家，主要为油气田伴生气。其中从美国进口最多，

其次为阿联酋、阿曼、卡塔尔，其中美国占比略增，占 30%，中东地区资源占比

共计 54.84%。 

图 11：2022 丙烷进口对比 

 

数据来源：隆众资讯 弘业金融研究院 

 

图 12：2022 丁烷进口对比 

 

数据来源：隆众资讯 弘业金融研究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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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3：2022 丙烷出口对比 

 

数据来源：隆众资讯 弘业金融研究院 

 
图 14：2022 丁烷出口对比 

 

数据来源：隆众资讯 弘业金融研究院 

 
图 15：LPG 进口依存度 

 

数据来源：wind 弘业金融研究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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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6：2022 年 10 月进口来源国 

 

数据来源：隆众资讯 弘业金融研究院 

 

（三）库存情况 

炼厂库存与去年相比处于较低水平，2022 年一季度国际原油走高，液化气

也迅速冲上高位，价格突破 7000，而进入第二季度，消息面的利空难以支撑油

价的上涨，加上国内疫情频发，物流受限，餐饮业的燃烧需求也大大减弱，液化

气价格也随之下行，下游入市心态消极，库存缓慢上涨。三季度末，炼厂库存延

续前两个季度的低库位水平，且由于三季度末临近国庆小长假，库位水平较之于

二季度末仍有 1.81%的降幅。港口库存在三季度末达到了 58.97%的位置，处于

年内较高库位水平。进入三季度，库存波动幅度明显小于第一二季度，主要是下

半年年没有出现像上半年较大的行情变化，炼厂出货相对较为平稳。同时，随着

气温的上升，终端消耗能力减弱，在需求偏弱的背景下，上下游自愿维持低库存

运作。相反可以看到，港口库存在三季度末，库位水平有连续的攀高。港口库容

率在 9 月 30 日达到了 58.97%的库位水平。一方面，是由于国内市场化工下游利

润较差，对于进口气刚需减弱；另一方面，是三季度沿海地区台风影响频繁，以

及巴拿马运河的拥堵情况，使得船舶到港时间延迟且后期出现集中到港的情况。

进入四季度，总体来说，库存有增加态势，国际环境利空，液化气偏弱运行，市

场需求表现不佳，库存水平有所升高。反观港口库存整体呈下降趋势，主要由于

进口气到船平稳，刚需支撑，库存呈下降走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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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7：液化气炼厂样本库存周数据分析 

 

数据来源：隆众资讯 弘业金融研究院 

 

图 18：液化气港口样本库存周数据分析 

 

数据来源：隆众资讯 弘业金融研究院 

 

（四）需求情况 

全球主要的 LPG 消费地区为亚洲，亚洲消费占比全球的 45%，当中东北亚

为最主要的消费地，全球占比约 29%，印度约占 9%，东南亚约占 7%；北美为

第二大消费地区，占比约 17%。我国主要消费区域集中于华南、华东、华北地区，

华北地区需求最大，且主要为山东地区化工用途。华北以化工为主，燃料消费仅

占区域总消费量的 31%；华东结构平衡，区域燃料消费占比为 56%；华南以燃

料为主，区域燃料消费占比高达 83%。燃料用 LPG 从华南、华东等沿海地区流

向内陆，化工用 LPG 从各地向山东地区集中。据隆众资讯预估，2021 年液化气

各个领域消费占变化较大，其中化工用占比增加至 53%，民用、商用、工业、车

用占比均有下滑，分别降至 20.1%、15.35%、11.5%及 0.05%。化工用气的逐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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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加主要得益于中国烷烃深加工的快速发展。 

随着近年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环境变化，对液化气的需求量逐年增加。

复合增速为 7.3% ，2017 至 2021 年，我国 LPG 表观消费量从 5390.06 万吨增长

至 7101.23万吨，2022 年 1-10月份的表观消费量 6219.79万吨，若维持往年增速，

表观消费量有可能达到 7619 万吨。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液化气消费国，液化气表

观消费量逐年增长。通常情况下，夏季为民用气消费淡季，冬季为消费旺季，这

主要体现在液化气的燃烧需求上，而随着我国深加工产业的发展，液化气化工消

费的比重不断上升，液化气的需求淡旺季也越来越不明显。进入冬季，燃烧需求

呈逐步提升的状态，由于近年公共卫生事件导致下游需求受到很大影响，旺季增

量表现并不明显。同时也有冷冬推迟的原因。化工需求来看，烯烃深加工预期小

幅减少，烷烃深加工方面虽有厂家检修结束，但个别厂家存检修计划，整体开工

率预期下降，丙烷需求或有减少。 

图 19：LPG 地域消费结构 

 

数据来源：大商所 

 

图 20：液化气下游行业需求结构变化 

 

数据来源：隆众资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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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1：LPG 实际消费量与价格走势对比 

 

数据来源：隆众资讯 

 

图 22：2017-2022 年 LPG 表观消费量及增速 

 

数据来源：wind 弘业金融研究院 

 

三、液化气产业链装置开工利润分析 

液化气下游产品有烷基化油和 MTBE，烷基化油开工率包含现有国内 62 家

生产企业，MTBE 开工率包含现有山东地区 24 家有外销生产企业。烷基化装置

的开工率较为稳定，保持在 35%-48%，烷基化利润波动幅度较大，利润最大时

达到 1058.12 元/吨，最低时到达 28.1 元/吨。MTBE 装置的开工率在 35%-65%之

间，利润较为稳定在 0-500 元/吨。当利润较高时，装置开工率也会随着上升，

但随着供应的增多，利润也会下降。截至 2022 年 12 月 15 日，国内烷基化装置

开工率 42.04%，环比上涨 4.70 个百分点，烷基化油样本企业周均利润 377.5 元/

吨，环比涨 1.75%。山东地区 MTBE 外销厂家月均开工率在 59.01%，传统工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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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度平均利润为 179 元/吨，环比跌 5.79%；异构工艺周度平均利润为-38 元/吨，

环比跌 11.76%。 

图 23：下游装置开工率 

 

数据来源：隆众资讯 弘业金融研究院 

 

图 24：下游装置利润 

 

数据来源：隆众资讯 弘业金融研究院 

 

四、小结与展望 

2022 年由于地缘局势等问题使得国际原油价格一路攀升，液化气价格也是

全年高位，二三季度本是液化气传统消费淡季，但却由于成本端价格高企。而进

入 11 月份，本应是液化气的旺季，却因需求无法兑现加上国际油价下调，走出

了弱势震荡下行的走势。我国液化气市场已从供应主导价格变为需求主导价格，

今年液化气的供应较为充裕，但需求不及预期，上半年基本面略强加上成本端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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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撑，价格一路走高，临近年末，基本面略显疲软，而且对国际看弱预期下，仅

保持一定的刚需采购，所以需求方面并不会太乐观。北方民用气需求已被天然气

取代不可逆转，只能依靠工业需求的提升，供应放宽而需求有限，基本面偏弱可

能是未来一段时间液化气的基本面情况。液化气后期走势还需关注原油端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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